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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宁职称办〔2020〕62 号 

 

关于公布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评审结果的通知 
  
市教育局、各有关单位： 

经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评审通过，张羽等 54 人已具备讲师资格（名单附后），现予公

布。 
上述人员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时间自 2020 年 11 月 16 日

起算。 
 
附件：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南京市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1 日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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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序号 学科 姓名 单位 类别 专业技术资格

1 语文 张羽 南京商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2 语文 周岩岩 南京中华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3 外语 马红军 南京市城建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4 外语 王玲玲 南京市玄武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5 外语 金奕清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6 外语 吴晶晶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7 外语 陶冉冉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8 德育 盛杰 南京市玄武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9 德育 曹晶 南京中华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10 教育心理 刘媛媛 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11 体育 温迪冉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12 财经商贸 马越 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13 财经商贸 朱玥 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14 财经商贸 邢白香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15 财经商贸 韩宇浩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16 财经商贸 叶睿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17 旅游服务 俞珺 南京市玄武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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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科 姓名 单位 类别 专业技术资格

18 旅游服务 戴沁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19 旅游服务 张冲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20 旅游服务 张轶楠 南京商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21 文化艺术 秦德斌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22 文化艺术 徐旸 南京中华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23 文化艺术 张枨枨 南京中华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24 文化艺术 吕鹏 江苏省新闻出版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25 文化艺术 张怡 江苏省新闻出版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26 文化艺术 刘联杰 江苏省新闻出版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27 电子电工 布洪铭 南京市城建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28 机械机电 马春俊 江苏省溧水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29 机械机电 周永进 江苏省溧水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30 机械机电 颜安华 江苏省溧水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31 机械机电 孔菊萍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32 汽车交通 吴海军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33 土木水利 王菊霞 江苏省溧水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34 数学 张雯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35 计算机 吴欣悦 南京市玄武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36 计算机 黄皓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37 计算机 童音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38 计算机 周戈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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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科 姓名 单位 类别 专业技术资格

39 计算机 沈昱俊 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40 计算机 韩莹 南京中华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教师 讲师 

41 语文 朱佳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乡村教师 讲师 

42 外语 段厚永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乡村教师 讲师 

43 外语 顾薇薇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乡村教师 讲师 

44 语文 董伟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讲师 

45 语文 成霞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讲师 

46 语文 冯明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乡村教师 讲师 

47 财经商贸 秦海峰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讲师 

48 旅游服务 汤巧叶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讲师 

49 机械机电 王辉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乡村教师 讲师 

50 机械机电 杨楠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讲师 

51 机械机电 蔡银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讲师 

52 生物化学

化工 金灿灿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乡村教师 讲师 

53 计算机 郝超群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讲师 

54 计算机 沙葛绒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乡村教师 讲师 
 
 
 


